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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发展》教学大纲

课程中文名称：现代化与中国政治发展

课程英文名称: Modernization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China
课程号：405010262

课程属性：政治学类选修课

开课学期：春

总学时：36 学时（课堂授课学时：36 学时；实验学时：无）

学分：2

面向对象：政治学与行政学专业

开课院/部(室/所)：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部 政治学研究所/教研室

一、课程教学目标：

本课程是政治学与行政学本科专业的通识选修课程。。

本课程的教学目标是：1、现代化及其进程的性质和特点；2、了解现代化作为一种社会

形态和文明模式与中国文明的关系；3、了解国内外围绕现代化及中国现代化问题的主要争

论；4、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目标、任务和难点。

开设本课程，目的是使学生在初步掌握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相关知识的基础上，

对现代化、现代社会、中国现代化进程，以及围绕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相关争论有初

步之了解，通过相关知识的讲授，激发学生对现代化、特别是中国现代化问题的兴趣，提高

其理论思辨能力，培养其关注重大理论问题、特别是关系中国社会未来走向的重大理论问题

的习惯与情怀。

二、课程教学内容与学习目标

（一） 理论教学：36 学时

知识单元 1：现代化及其进程中的重大政治问题

参考学时：10
学习内容
一、现代社会的一般性特征

1、经济特征
2、社会特征
3、政治特征
4、文化特征

二、现代社会是一种独特的社会形态



2

1、理解“系统”的含义
现代社会是一个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的系统
现代社会各个方面有着同质性
同质性：行为模式及其核心价值取向

2、理解“独特”
现代文明作为一种文明形态不同于以往任何传统文明
现代文明由英国文明孕育发展而来，逐渐扩展而具有的世界性
对非西方国家而言，尽管形式上可能有所不同，但实质却不能不同

三、中国传统的独特性：理解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前提
1、如何理解中国文明的“独特性”
2、“独特性”：现代化不是中国文明演进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中国文明有着自身的演进逻辑
现代化在中国的启动是西方文明压力的结果
现代化对中国文明而言具有更明显的革命性
文明模式的革命是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实质

四、传统文明转换为现代文明必须完成的主要工作
1、社会组织之重建

现代性要素的孕育与社会的碎片化
克服危机与组织重建
相互矛盾的组织再造目标

2、民主政治之建立
政治民主产生之的必然性
民主政治的内在逻辑
民主制度的主要特征

3、法制秩序的建立
传统治理模式与法治治理模式
公平与效率：法治秩序的目标模式

4、法理型权威的建立
传统权威合法性的来源
法理型权威

五、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难题
1、权威一元下的三大政治传统
集权模式：君主专制与中央集权
权力支配社会
政教一体化

2、三大政治传统与现代文明的根本冲突
有现代性经济要素却难生长为现代经济模式
有社会自由空间却难以生长出市民社会
意识形态优先与政治改革的极限

3、整合危机的克服与现代要素的培育
4、危机克服的途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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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单元 2：现代化：几个理论问题的讨论

参考学时：8
一、“现代化”：概念和指标体系的合理性问题
1、“两分法”与概念合理性
分类概念与两分法
“现代“与“传统”

2、现代化的开放性与“指标参照系”
现代化的指标体系
选择欧美蓝本的合理性

二、现代化：选择中的价值问题
1、欧洲中心论及其批判

现代化进程与殖民主义：马恩的经典观点
对欧洲中心主义的批判：以汤因比为例

2、文化价值的相对主义
作为事实认识的文化价值相对主义
作为价值认识的文化价值相对主义

3、社会选择中的唯美主义
没有最好的，我们还要不要
价值唯美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

三、现代化：普世模式的有与无
1、非西方化：20世纪三种现代化模式的实践
苏联东欧模式及其破产
意大利、德国的法西斯模式及其破产
所谓第三条道路：印度及其 1990 年代以来的改革

2、国情论：真理与谬误的交错
作为工具理性的国情论
作为现代化目标模式的国情论

3、现代化不等于西化：隐蔽在常识中的荒诞
从白马非马说起
普遍性与特殊性
荒诞逻辑背后的政治意图

四、现代化：自发或人为的社会形态
1、哈耶克命题：意义与局限
2、自发与人为：社会变化中的自然演进与理性建构
3、哈耶克命题下中国自由主义的幼稚转向
4、文化保守主义与政治保守主义
五、拉美经验与依附理论
1、依附理论的特点
2、殖民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

知识单元 3：学界对现代化以及中国现代化路径的认识

参考学时：8
一、19世纪以来中国学界对现代化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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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对现代化认识上的几个特点
启动和推进现代化的根本动力是对物质界面的追求
现代化是实现强国梦的一种手段
从未完全接受现代化的主要价值信念和制度安排
对现代化内涵的个人主义、市场经济、法治核心价值等接受极其缓慢

2、20 世纪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目标模式的认识
全盘西化
以西方现代社会为蓝本，杂糅中国传统
以西方因某些批判现代化而产生的社会理想作为目标模式
杂糅各种西方社会理论

3、路径选择
改良与革命的轮回
土地、农村与农民问题

二、新权威主义：80年代对中国现代化路径的一种战略思考
1、新权威主义：问题意识与产生背景
解放思想与改革开放
意识形态的消解与整合危机
诸侯经济与中央权威的流失

2、新权威主义的主要理论诉求
新权威主义的兴起与代表性人物
新权威主义的概念
历史哲学：新权威主义的理论特点
普遍规律与过渡性权威：新权威主义历史哲学的两种理解
新权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的三步走
3、新权威主义的理论的局限与价值
粗糙的理论
敏锐的问题意识
较强的实践意义
市场经济意义的发现

三、市民社会，一个充满悖论的选择
1、市民社会思潮：问题意识与产生背景
新权威主义预言成谶
保守主义的全面兴起
《社会科学季刊》与市民社会讨论的兴起

2、市民社会理论思潮的兴起与主要观点
市场经济——市民社会——政治民主的路线图

3、市民社会理论思潮的局限与理论价值
实践意义的匮乏：学术精致化下的孱弱与贫困
理论价值：市场、社会、民主三者关系的首次发现
学术价值：开启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研究的新视角

四、从大共同体本位到公民社会—现代化的一种路径思考
1、中国传统社会大共同体本位与现代化的关系
个人自由与现代社会
对租佃决定论和乡村和谐论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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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的大共同体本位定位
大共同体本位与权力支配社会
2、两种现代化演进模式的提出
公民与王权联盟对抗小共同体---公民联合对抗王权争取个体自由
公民与小共同体联盟对抗大共同体-----公民反对小共同体争取自由

3、模式的长处与弱点
重要变量的缺失
历史经验
解构大共同体本位必然带来的整合危机
救亡压倒启蒙的现代经验

知识单元 4：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的难点与出路

参考学时：8
一、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特征：政教合一与大共同体本位
1、大共同体本位理论的局限
外在之技术条件限制：技术手段之匮乏
政治法律技术手段的落后
财政能力之不足
官僚制一般性通病
前现代国家控制能力上的疑问

2、政教一体化：对大共同体本位理论的支持
政教一体化：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的高度一体化
政教一体化的结构特点之一
政教一体化的结构特点之二
3、政教一体化结构下的大共同体本位现象
政治权力支配经济领域
政治权力支配社会领域
政治权力支配宗教文化领域

二、政教合一下大共同体本位社会结构之功能分析
1、社会整合之双剑合壁
权力之横延：突破地域、文化、习俗差异；
权力之下延：通过乡绅实现对农村的统治
儒生作为载体的意识形态网络将帝国连成整体
2、权威重叠下之危机并发症
权威联体与权威丧失的交互影响
治乱两极与中国之周期性大动乱
3、托古改制与政治革命
政教一体化下政治共同体社会天然具有保守性；
托古改制：政教一体化社会的危机应对模式；
托古改制必然命运：大动乱——革命的序言篇。

三、政教一体化对政治的影响
1、政治整合依赖于意识形态
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资源依赖于意识形态
行政、司法统一性依赖于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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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权力的联结纽带：意识形态
政治运行动力之获得：意识形态

2、意识形态规则弥散为政治规则
权威合法性观念的意识形态化
行政与司法目标、原则的意识形态化
任官标准的意识形态化
官员考评制度的意识形态化
政策评估的意识形态化
政治冲突的意识形态化
3、人治主义与无规则政治
政治的宗教人伦化与形式主义政治
对政治的扭曲认知及其危害
暴力主导之政治：政治无规则（流氓文化）

四、中国传统政治与现代政治的根本性冲突
1、政教一体化下自由之必然缺席
人存在合理性后置
政治权力与宗教权力合体的后果
人权观念之缺席
全民目的论对个体权利实现二次剥夺
有限政府观念之缺席
权力制衡观念的缺席
2、理性政治之缺席
依赖意识形态，抑制制度创新与政治技术之进步
意识形态笼罩下的煽情政治
3、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几个核心问题及其基础
为政府祛魅与为政治正名
人权观念之建立
有限政府之观念建立
理性（法治）政治之建立

五、中国现代化的成绩与困局
1、现代化与改革开放
意识形态的消解与现代化的重新启动
分权：自由增量扩大与经济增长
现代性要素的增长与整合危机
2、30 年来的两种改革走向
分权与市场化：1980 年代的改革思路
集权与克服整合危机：1990 年代中期以后的改革走向
3、中国模式：成绩、困境与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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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实践教学 无

三、课程进度表

周次 课 程 内 容
学

时
备 注

1. 现代化的一般特征与特点 2

2. 中华文明的独特性 2

3. 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2

4. 现代化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2

5.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难题 2

6. 现代化概念与指标体系的合理性 2

7. 现代化讨论中的价值问题 2

8. 现代化讨论中的价值问题 2

9. 现代化讨论中的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 2

10. 现代化是自发的或人为秩序 2

11. 依附理论、中国学界对现代化认识的主要特点 2

12. 新权威主义思潮 2

13. 市民社会理论思潮 2

14. 大共同体本位与两种现代化模式 2

15. 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特征与功能 2

16. 中国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根本冲突 2

17. 1980年代以来的中国现代化成绩与困局 2

18. 考试 2

四、说明

1、本课程与其他课程的相互关系

先修课程：政治学原理

后续课程：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政治思想史、比较政治制度等

2、课程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现代化理论与各国的实践，特别是中国现代化启动以来所产生的种种争论，中国



8

现代化进程的目的与路径。

难点：课程涉及面很广，需要学生有较高的理论素养，更为宽广的知识视野和知识储备。

3、课程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本课程以授课为主，兼有课堂讨论和演示等内容，注重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方法论

素质和对世界与中国历史的相关知识。

4、实践教学环境（实验室、设备和软件）

无。

5、课程自主学习和课外实验课时

按照课程进度完成课前教材、参考书内容，以及课后推荐阅读材料的阅读；组织课外读

书活动，鼓励选课学生积极参与。

6、课程考核方法与要求

课程考核方法：考试

7、作业要求

每章结束均布置相应作业。

8、教材选用或自主编写的原则

结合课程内容及本校学生的实际情况选用教学教材及其他阅读参考资料。

五、教材选用及推荐参考书

（一）选用教材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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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推荐参考书

1.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

2、罗荣渠、牛大勇编：《现代化新论续编：东亚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

社 1997年版。

3. 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1988年版。

4、【以】N.S.艾森斯塔德：《现代化：抗拒与变迁》，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

5、【美】C.E.布莱克：《比较现代化》，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

6、杨阳：《家、国、天下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

执笔：杨阳 审定：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
制（修）订时间：2015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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